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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红

10月14日晚，扬子新材发布公告
称，为尽快变现第二大股东胡卫林持
有的流动性较好的资产以追回占款，
更好地聚焦主营业务，公司拟终止对
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民生科技”）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目
前该议案已通过董事会审议。

据扬子新材方面称：“与市场诸多
重组折戟的案例不同，本次选择终止
重组，意在集中精力推进现金回款，并
全力聚焦城市服务产业。”

资金占用方
将变现股票偿还资金

回溯过往，经扬子新材自查发现，
2019年公司预付汇丰圆账款余额3.4
亿元系胡卫林超额度支付汇丰圆预付
款，并通过向汇丰圆拆借资金，形成资
金占用。确认资金占用事项后，公司
新任管理团队积极采取多种方式追缴
占用资金，同时胡卫林积极配合持续
推进还款事项。截至2021年6月底，胡
卫林占用扬子新材资金总额为2.7亿
元。为尽快回笼资金，保障公司利益，
公司今年6月份决定启动重大资产重
组民生科技，以股抵债。

民生科技成立于2000年，为新三
板挂牌企业，主要业务包括研发、生
产、销售各类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
体，拥有产品的专利技术、核心技术团
队、进出口贸易资质，为国内外原料
药、医药、农药中间体生产商提供优质
高科技产品。胡卫林为该公司的大股
东及实控人，持有33.73%的股份。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师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扬子
新材并购民生科技，主要考虑的是尽
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标的资产优质，
财务状况较为良好，收入和利润稳健
增长。扬子新材取得民生科技的实际
控制权后，公司业务将延伸到医药中
间体，有利于增强扬子新材的持续经
营能力。但此次并购属于跨界并购，
两家公司业务协同性不强，后续整合
方面需要大量时间。”

“并购目的是为了优先解决第二大
股东资金占用的问题，重组相关公告也
曾表示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为了解
决占资问题，公司多管齐下，各种方式
积极推进，优选以现金方式尽快归还占
款。目前，胡卫林所持股票已解禁，能
更快推进还款事项，所以终止本次重
组。”扬子新材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公司看好城市服务行业发展前
景，未来将重点布局该领域。”

提及本次重组终止的影响，扬子
新材表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造成影响。上市公司将抢抓市
场机遇，完善城市服务产业链条，以

“新材料+城市服务”双轮驱动实现高

质量转型发展。
此前公司在多举措推进资金回笼方

案中提及，胡卫林将在所持股票解禁后
启动变现，用以归还上市公司资金。截
至目前，胡卫林持有扬子新材4946.49万
股已全部为流通股，其中质押/冻结
4813.7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9.40%。

胡卫林承诺，委托扬子新材或其
指定主体办理其持有的扬子新材股份
的减持事宜，通过减持所持有的扬子
新材股份获得的资金，在向银行归还
通过抵质押扬子新材股票融资贷款的
本息（约1.15亿元）和支付相关税费
后，剩余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所占用
的扬子新材资金。该股票减持（主要
通过协议转让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将
在公司终止对民生科技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后尽快实施。

设立子公司
深度切入城市服务

10月13日，扬子新材董事会通过
一项议案，拟在北京设立分公司，或将
深入布局城市服务业务。

今年以来，扬子新材在确立城市
服务战略后已取得多项成果。9月份，
子公司滨南集团二度中标河北省遵化
市环卫保洁和绿化养护一体化服务项
目，标的金额为1.5亿元，是继滨南集
团今年4月份中标红原县城乡环卫一
体化项目运营维护服务采购项目后的
又一亿元级订单。

对于城市服务这一赛道，红杉资
本预测“到2035年城市服务市场规模
将逾2万亿元”。华泰证券亦在研报中
称，“2019年我国市政环卫市场规模
3171亿元，其中第三方市场化规模
1422亿元，可为物业管理行业带来
10%至20%的营收增量；预计2024年
第三方市场化规模可达3044亿元。扬
子新材深度切入城市服务赛道后，或
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城市服务中的环卫领域，包括固
废、医废处理、污染处理和大气治理依
然有增长空间，尤其是在碳中和大背景
下，电力石化企业通过节能减排方面的
投资，来平衡自己的碳排放，从而拉动
这一领域的新一轮投资。”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现阶段运
营和建设需求可能受益程度不同，碳中
和更加有利于环卫建设投资，环卫市政
方面则比较依赖政府投入，需要综合看
各地市场饱和程度、地方财政等情况。
总体上，近几年环卫业务发展比较稳
健，城市服务前景向好。”

展望未来，扬子新材方面向《证券
日报》记者称：“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资
源，立足于‘城市综合服务平台’的战略
定位，围绕城市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原
有业务为基础，已逐渐凸显出‘新材料+
城市服务’双轮驱动的发展优势。”

扬子新材终止重组民生科技
全力聚焦城市服务产业

本报记者 李春莲
见习记者 张晓玉

10月14日晚间，冀中能源披露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称，公司前
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5亿元至14.5亿元，同比增长
52.06%至76.39%。其中，第三季度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亿元至7.2亿元，同比增长151.91%
至179.04%。

冀中能源表示，报告期内业绩同
比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今年以来主要
产品销售价格上涨，煤炭市场三季度
以来持续高位运行，企业效益同比增
长较高。

煤炭是冀中能源的支柱产业，公
司下辖邢台、邯郸、峰峰、山西、内蒙等
五个矿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冀中
能源共有21个矿井，总地质储量30.64
亿吨，核定产能3330万吨，产品以焦
煤、1/3焦煤、肥煤、气肥煤、瘦煤为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称：“冀中能源主营业务是
煤炭销售，其业务构成中，煤炭业务占
74%，化工业务占23%。今年以来，动
力煤价格涨幅约3倍左右，使得企业盈
利能力大幅提升。”

近期，供暖季即将到来、电力紧
张、煤炭短缺等问题备受市场关注。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煤炭供需仍处偏
紧状态。其中，1-8月，我国动力煤供
需总缺口达1.02亿吨，炼焦精煤供需
总缺口为1710万吨。

在供需失衡之下，2021年三季度
煤炭价格中枢明显抬升。根据公开市
场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9日，京
唐港主焦煤价格为4250元/吨，相比年
初上涨2600元/吨，同比增长2820元/
吨；截至2021年10月8日，峰景矿硬焦
煤为424美元/吨，低挥发喷吹煤为293
美元/吨，均处历史高位。

对于煤炭价格的上涨，盘和林认
为：“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两个：一
是能源需求更加旺盛，包括新能源汽车
等依托电力的产品越来越多，电力需求
越来越旺盛；二是能源供应短缺，前段
时间山西多地区发生洪水等自然灾害，
而国际海运又出现一些状况，部分国家
港口堵塞，海运不畅，煤炭供应链问题
不断。电力产能的增长需要加大煤炭
供应，加上冬季将至，电力和煤炭的使
用会出现高峰，所以煤炭表现强势，预
计至少会延续到冬季用电高峰时段。”

天风证券在研报中指出，供应
端，近期多数煤矿增产保供，但产
量释放有限，且外销量较少。叠加
国庆少数煤矿放假检修、以及山西
多地区暴雨导致 27座煤矿停产等
影 响 ，产 地 供 应 依 旧 紧 张 。 需 求
端，10月份虽处传统淡季，但用电
量增幅依旧可观，沿海电厂库存回
升缓慢，华北地区冬储煤进入集中
采购期，动力煤的需求依然强劲，
从而支撑动力煤价高位运行。炼
焦煤方面，在煤价下行预期的影响
下，焦企采购多持观望态度，积极
性不高，预计或将在四季度呈现供
需两弱的格局。

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冀中能源第三季度净利同比预增超1.5倍

本报记者 郑馨悦

10月 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
公众号发布文章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重婚
罪，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
总裁吕亚臣做出决定逮捕。该案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10月 14日，上海电气内部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此事“完全不
清楚”。对于公司财务暴雷等事项，公
司方面除公告以外没有信息可以披露。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董毅智律师

表示，此事涉及上海电气的最高层，预
计多数人包括中层都不太知晓内情。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0余岁的吕亚
臣于1988年6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上海重型机器厂厂长、上海重型机器
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位。2008年4月
份至 2018年 7月份，任职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副总裁，2018 年 7 月份至
2020年4月份，任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于2020年5月份退休。

2021年 4月 7日，中共上海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和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官网
发布消息称，吕亚臣涉嫌严重违法违
纪，正接受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2021年5月30日，上海电气公司发

布公告称，上海电气控股子公司上电通
讯应收账款普遍逾期，存在大额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的风险。随后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黄瓯于
2021年8月5日不幸逝世。

8月27日晚间，上海电气发布上半
年业绩报告称，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49.71亿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由盈转亏。按照财报数
据计算，上海电气在上半年平均每天账

面亏损约2730万元。
就在前一天的8月26日，上海市纪

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吕亚臣严重违
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廉洁上海”公众号
消息称，吕亚臣涉嫌以虚增环节等手段
侵吞国有资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将
本单位盈利业务交给亲友经营等诸多经
济方面违法违规行为，“是大搞权钱交易
和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中，“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以虚增环节等手段侵吞国有
资产”或许牵涉上海电气财务暴雷事件。

天眼查显示，吕亚臣曾任上电通讯
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2021年1月
份才退出，他与黄瓯有多次合作关系。

上海电气原副总裁吕亚臣被决定逮捕
此前因侵吞国有资产等被开除党籍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关于“茅台国际大酒店取消住客
1499元购茅台酒活动”的消息刚一落
地，有关“‘黄牛’财路被断后要转战机
场抢酒”的消息就随之传出。茅台机
场作为黄牛抢购平价茅台酒的主要阵
地之一，是否也会像茅台国际大酒店
一样取消平价购酒活动？失掉茅台国
际大酒店这个“大本营”的“黄牛”们，
在转移阵地后能否“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

“现在买不了酒，我们已经近半年
没有卖酒活动了。想要购酒，请随时
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10
月 14日，记者拨打茅台机场官方电话
后了解到，近段时间茅台机场并无平
价茅台酒出售活动。

据遵义茅台机场公众号消息，今
年1月份、4月份、6月份茅台机场都曾
举行过售酒活动，最近两波售酒活动
是在 6月 11日至 6月 30日期间，此后
就无新的售酒活动更新了。

“茅台机场应该不会取消售酒活
动。茅台机场作为茅台酒的一大供应
渠道，不定期地举行售酒活动，是为了
增加市场供给，只要是在可控范围内
进行，这样的售酒活动就不会被取
消。”知趣咨询经理蔡学飞对《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称，“茅台大酒店取消售
酒活动，打击的还是囤积惜售的炒作
行为。”

“茅台国际大酒店的主要用途是住
宿及餐饮，‘黄牛’炒作茅台酒，已严重
损害酒店的对外形象，酒店取消购酒活
动符合情理。”凤凰酒业智库专家、酒水
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分析称，“茅台机
场的主要用途是交通，平价茅台是不定
时、不定航班地开放式销售，仅仅属于
茅台机场提供的一种福利，所以很难取
消，未来只会越来越规范。”

“住酒店平价买茅台”被喊停

“酒店的购酒活动已经取消，您可
以在各地经销商处购买，也可关注贵
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进行预约购
买。”日前，茅台国际大酒店客服工作
人员对记者表示，“为了让更多游客能

够预订到酒店房间，此前入住茅台国
际大酒店享有以1499元购买飞天茅台
酒的活动已取消。”

按照该酒店最新的规则，自 2021
年10月12日，入住茅台国际大酒店将
不再销售 1499元/瓶的飞天茅台酒，但
在酒店餐厅就餐，消费满 1000元可现
场开 1瓶 1499元的飞天茅台酒（需退
瓶身和瓶盖），消费满 1500 元可买 2
瓶，但均需在现场饮用。

茅台国际大酒店官网显示，该酒
店共有 275间房间，以 10月 14日当日
入住的价格为例，部分房型的日均价
在1588元/晚-11998元/晚区间。

据此前的售酒活动，在茅台国际
大酒店居住的客人，每人每晚可凭身
份证件、酒店前台预约信息等获得一
瓶1499元飞天茅台酒的购买资格。

“住酒店就可买到 1499元的飞天
茅台酒，单是这个价格就会吸引很多
人特地跑来住”“原价买茅台，酒店等
于白住”“来酒店为的不是住酒店，而
是能入一瓶茅台酒”……记者在大众

点评上发现，“住到即赚到”成为大多
数消费者的心声。

在“茅台热”“酱酒热”效应下，茅
台国际大酒店也出现“酒店热”的一
幕，“一房难求”成为常态。除了茅台
国际大酒店外，遵义茅台机场也深受
追捧。据记者了解，为了在活动期间
抢到平价飞天茅台酒，“机票被秒光”
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样是飞遵义茅台
机场，可以买茅台的航班是不能买茅
台航班价格的数倍。有常年关注茅台
的消费者向记者透露，“同日从上海飞
遵义，有茅台售酒活动的航班票价是
没有茅台售酒活动航班票价的8倍。”

“黄牛”转战抢酒阵地

茅台国际大酒店取消“住宿平价
购酒”活动，急坏了那些靠炒作茅台酒
获利的“黄牛”。据相关媒体调查报道
称，此前茅台国际大酒店“一房难求”，
普通旅客想要入住该酒店，需要给“黄
牛”提供 800元至 1200元/天/间的“好

处费”。此外，通过低价购买游客手中
的购酒资格，然后高价转手飞天茅台
酒，也是“黄牛”的另一种赚钱方式。

“‘黄牛’的进货渠道很多元化，既
包括茅台国际大酒店、茅台机场，也包
括线上、线下可抢购茅台酒的电商、商
超平台，甚至包括中间批发商及普通
消费者。”蔡学飞介绍称。

如今，在茅台国际大酒店购买平
价茅台酒的路已被封死，转战其他阵
地成为众多“黄牛”的选择。有“黄牛”
称，要转战茅台机场“抢”酒。

“只要茅台酒的价格在高位运行，
巨大的利差依旧存在，‘黄牛’的炒货
行为就不会消失。”蔡学飞进一步强
调，“打击‘黄牛’炒作，关键在于对茅
台酒市场价格的管控。如果茅台下一
步提价，强化对渠道的利润控制，进一
步压缩中间商差价空间，可有效打击

‘黄牛’的炒作行为。近段时间，渠道
端不断加大空瓶复购、散装出货的力
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茅台酒价
格稳定，防止价格过快增长。”

住酒店可买平价茅台被喊停
“黄牛”断财路欲转战机场
专家称，打击“黄牛”炒作，关键在于对茅台酒市场价格的管控

本报记者 贾 丽

美的与华为鸿蒙的合作有了更实
质性的落地。10月 14日，美的集团发
布智能家居行业首个基于OpenHarmo⁃
ny2.0开发的分布式操作系统——美的
物联网操作系统 1.0。据美的集团透
露，公司与华为鸿蒙今年下半年全方位
深度合作，将实现美的全品类超200款
鸿蒙产品覆盖。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 CIO张小懿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公司的物联网已逐渐成熟，明年将通过
收购入股等方式在资本层面进行重点
考量。未来两年，公司会加速全屋智能
的布局，智慧家已对全国 2700多家门
店进行全屋智能场景的升级，计划明年
在线下建100家智慧生活体验店。”

美的鸿蒙深度联动
推动基础制造业转型

美的集团发布基于 OpenHarmo⁃
ny2.0全场景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标志
着其与华为鸿蒙的合作迈出实质性一
步。

作为国内首个开源软件基金会，开

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以下简称“开源基
金会”）于 2020年 9月接受华为捐赠的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基础能力相关代码，
随后进行开源，并根据命名规则为该开
源项目命名“OpenHarmony”。

开源基金会 COO侯燕表示：“‘十
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促进开源发展，
开源基金会将立足中国面向全球，加
速以系统化打造多样的开源场景。美
的产品在24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与开
源基金会进行了深度合作。此次双方
共同打造首个全场景智能家居操作系
统，希望能够提供全场景智能家居解
决方案。开源基金会将与美的在智能
家居、智能物流、智能楼宇、智能智造
等领域共同布局，也希望有更多企业
和行业加入进来，持续扩大智能生态
建设。”

美的是一家与华为合作较早的家
电巨头。2020年3月，美的集团与华为
初步达成鸿蒙合作意向；同年 5月，双
方加快合作进度，在产品、渠道、营销等
方面全方位落地。

近期，美的集团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表示，截至今年 6月份，搭载华为鸿
蒙系统的美的家电产品已达102款，实
现从单品合作到全屋智能、互联互通的

跨越，为消费者提供了全屋智能场景解
决方案。

华为消费者业务AI与智慧全场景
业务部总裁王成录表示，“鸿蒙采用全
模块设计，将所有硬件设备变成底层设
计的模组，采用分布式框架，应用开发
者只用写一次应用逻辑就可顺利完成
架构搭建。呼吁更多企业在OpenHar⁃
mony系统的基础上定制研发更多发行
版本，构建统一入口，这将是未来智能
产业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美的今天
迈出的这一步，将推动中国基础制造业
转型，进一步掌控技术主导权。”

“美的与华为鸿蒙的合作模式，将
为其他进入者提供借鉴意义。”华为云
MVP成员马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华为鸿蒙的使命在于打造
制造业的基础底座，对传统制造业的发
展模式带来颠覆式改变。

智能化品牌向全球渗透
兼容性问题亟待解决

近年来，中国智能化品牌向全球市
场快速渗透，但互联互通兼容性等问题
依旧待解。

GFK中国区家电事业部总经理张

存表示：“过去，智能家电市场大部分被
三星、LG等国外品牌占据。近年来，以
美的为代表的中国家电品牌在智能化
发展方面非常惊人，部分品牌已实现反
超。今年上半年，主要智能家电来自厨
卫和环境类电器，跨越单纯单品智能，
从互联向全屋智能发展。美的在智能
家电领域已占据28%的市场份额，在厨
卫领域已占据21%的市场份额。此外，
智能化在国内安防、娱乐等领域的渗透
率已达100%。”

“中国品牌智能家居正在向全球市
场加速渗透，但目前仍存在价格较高制
约产品普及的问题，另外还存在隐私保
护、互联互通兼容性等问题。美的与华
为在鸿蒙领域的合作，也是在兼容性方
面进行的探索。”深度研究院院长张孝
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张小懿认为：“此次美的基于鸿蒙
系统推出的智能生态，不会替代美的原
来打造的系统，反而会形成兼容性。美
的除了与苹果、华为、vivo、OPPO、荣耀
等主流手机厂商存在入口级合作外，也
与爱奇艺、喜马拉雅、睡眠设备厂商、下
厨房等正在或准备进行合作，不排除未
来在美的系统中也接入同行操作系统
的可能性。”

美的鸿蒙深度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
中国基础制造业再迎变革

公告速递


